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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帆）12月16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
副书记、市长张国清会见了来渝访问的韩
国总统文在寅一行。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产业通商资
源部长官白云揆、驻华大使卢英敏，中国驻
韩国大使邱国洪，市委副书记唐良智，市领
导王显刚、刘桂平等参加会见。

陈敏尔、张国清代表市委、市政府和
重庆人民欢迎文在寅一行。陈敏尔说，前
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阁下举行了重要会

谈，强调准确把握双边关系前进方向，确
保中韩关系行稳致远。我们将认真落实
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重庆与韩
国地方的务实交流合作，为中韩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重庆是中
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当
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
神，紧扣习近平主席对重庆提出的“两点”

“两地”定位要求，注重带头开放、带动开
放，大力推动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积极构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充分发挥重庆在中国区域
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独特而重要的作
用。重庆与韩国历史渊源深厚，现实合作
基础坚实，我们愿以总统阁下此次访问为
契机，进一步扩大双方经贸合作，务实推
进合作项目，支持韩国企业在渝投资发
展，实现互利共赢。

文在寅说，韩中两国关系有良好基础，
韩方愿与中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向

更高水平发展。重庆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韩国与重庆有很深的缘分，感谢重庆市
为保护韩国独立运动历史遗址所做的努
力。重庆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未来发展前
景广阔，许多韩国企业来重庆投资经营，双
方合作潜力很大。我们支持韩国企业来渝
发展，积极推动韩国企业在渝扩大投资、加
快产业升级，更多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等
发展战略。

韩方有关人员，重庆市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张国清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古今兴盛皆在于实，天下大事必

作于细。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市委

实施意见精神贵在具体，贵在从小处
着眼。5 年来，从整治月饼卡、会员
卡、购物卡，到严厉查处公款吃喝、公
款旅游、大操大办等典型问题，无一
不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一锤一锤地
敲，由点及面，从浅入深，积小胜为大
胜，最终带来整体作风的根本转变。

党的十九大以来，作风建设不停
步，不松劲，再出发，抓具体这一方法
论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工
作落不到具体人、具体事、具体问题
上来，就很可能出现“会议一开、文件
一转、报告一交就算落实”“部署工作
大唱高调，监督检查走马观花”“文字
功夫面面俱到，具体矛盾避而远之”
等现象，整个工作自然空、虚、假，成
了“驴粪蛋、表面光”。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事关民心向背。党
员干部的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找准作风建设的落
点，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从办证速度
到办事脸色，从“中梗阻”到“最后一
公里”，从干部做派到一方风气，大
大小小的事情一件都不能放过，凡
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
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都要坚决纠正。抓作风，找落点如
果脱离了群众，干的事情就到不了
群众心坎儿上，群众最痛恨的问题
就成为了无人问无人管的遗忘角
落，作风建设不就成了自娱自乐？
何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何谈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5 年过去了，随着正风肃纪的
持续推进，整治“四风”也面临着新
的形势、新的挑战：名目张胆大吃
大喝、红包礼金飞来飞去等看得见
的奢靡享乐之风少了，但表态多调
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形式主义，
脸好看事难办、官气盛官威足的官
僚主义阴云还未完全消散，潜入地
下吃请、迎来送往的暗流还没有干
涸。抓具体，找落点，要着重发现
老问题的新表现，炼就一双识破当下“四风”的火眼金睛，无
论是外出调研、办文办会，还是窗口服务、招商引资，心中必
须有杆明秤，分清楚哪些话、哪些文、哪些会是有助于工作推
动的，哪些是华丽包装、花拳绣腿、高高在上的样子货和官样
丑态。无论是工作圈，还是朋友圈、生活圈，对于身边人身边
事，脑中必须有把戒尺，分清楚哪些是真人情、真工作、真风
俗，哪些是打着“工作需要”“人情往来”“本地传统”之名行
奢靡享乐之实。找落点，必须始终秉持这样的态度：只要是
与中央和市委精神不相符合的，只要是对党风不利的，都要
勇于亮剑，始终扭住具体人具体事不放，该提醒的提醒、该处
分的处分、该问责的问责，步步为营方能走向胜利。

精准发力、精准施策，始终把刀刃对准“四风”，直击七寸、
直捣病灶，做到稳、准、狠，反弹回潮必将永远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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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机器人之都”建设再提
速。12月16日，由市科委、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
院牵头发起，重庆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挂
牌成立，将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相结
合的创新体系，提高重庆机器人产业核心竞争力。

成立大会上，市科委对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进行了授牌，川崎（重庆）机器人、中投集团
等机器人企业与联盟签订多项合作协议。

据介绍，2014年5月，由中科院重庆研究院牵头，重庆
大学、四联集团等20多家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成立
重庆市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该联盟推动下，目前
全市机器人产业已拥有60多件核心自主知识产权、34个

创新产品，推进61项科研立项，研发成果产业转化超过
100亿元产值。

“此次挂牌成立的战略联盟，是对之前联盟的补充再
造。”重庆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袁
家虎表示，战略联盟集聚了全球范围内376家机器人产业企
业，特邀151名国内外机器人产业领域知名专家作为智力支
持，将深入研究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领域核心技术，形成并发
布相关技术成果，推动重庆市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

据称，明年，该战略联盟将分3个阶段进行项目技术攻
关，配合重庆本土机器人相关单位共同开展技术咨询服
务、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促进全市制造业向自动化、智
能化转型升级。

重庆成立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将促进全市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12月16日，重庆（万州）第四届“体彩杯”冬季横渡长江邀请赛在万州区举行。本次比赛赛程2000米，共分男子
青年组、男子中老年组、女子组三个组别进行，吸引了来自市内各区县、大专院校、行业系统以及湖北、陕西、四川等地
的36支队伍500多名选手参加。

通讯员 冉孟军 向涛 摄影报道

500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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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精神‘进企业’宣讲，让我们思
想上得到洗礼，行动上有了指引，将成为我
们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11月15日至12月15日，重庆市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宣讲活动，
走进全市38个区县的400多家国企、民企
和合资企业。“进企业”宣讲分队在厂房、在
车间、在生产线，为数以万计的企业一线职
工进行了宣讲。

在400多场宣讲活动中，宣讲分队成员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等当前经济领域焦点、热点，鼓励企业抓
重点、树形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积极融
入“中国制造2025”、加快智能制造，得到企
业职工一致点赞。

宣讲要听得懂、能领会、
可落实

为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热潮，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重庆市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宣讲活动，按照

“既严谨又生动”的原则，创新宣讲方式方法，
面向企业职工开展大众化、互动式的宣讲。

“要提高宣讲针对性、实效性，让广大
企业职工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宣讲分
队进行了周密部署和精心策划。”“进企业”
宣讲分队副队长、市经信委副主任马奇昌
介绍，宣讲分队的133名成员，由社科专家，
市经信委、市中小企业局干部，各区县经信

委负责人组成。
宣讲前，宣讲分队多次进行了专题培

训和集中备课，精心撰写了宣讲提纲，力求
宣讲内容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既
符合经济规律又贴近企业实际。

宣讲为企业职工带去
精神食粮

为期一个月的宣讲里，从主城科技园
区到区县企业工厂，从制造业企业到进出
口企业，从汽车4S店到公交车公司，“进企
业”宣讲分队深入各类企业、公司，为广大
一线职工带去宝贵的精神食粮。

在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进企

业”宣讲分队副队长、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
研究所所长吴安，向职工讲述在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注重发展绿色制造技
术的重要性。具体落实到康明斯公司发展
方向，他建议企业要在高功率、低排放、轻
量化等绿色制造技术上进行后续拓展，职
工们感到获益匪浅。

多场宣讲会上，宣讲分队成员们围绕
党的十九大主题、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
就等多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详
细解读，阐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重
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

在宣讲中，不仅宣讲分队成员兢兢业
业深入企业作报告，企业也予以反馈和互
动，不少企业结合十九大精神展开了多项
自学活动，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创新探索。

重庆建工集团在企业内部，先后召开
多场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和多场党课，切
实让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地落实、入脑入心，
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重庆商社汽贸公司
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转
化”论断，针对当前消费者对汽车服务行业
提出的更高要求，推出了APP信息化服务，
得到市场好评。 （下转2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宣讲——

为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增添动力
本报记者 夏元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12月 16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一行在重庆市访问。
一天时间，他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陈列馆，探寻中韩在渝共同抗击日寇的历
史足迹，出席中韩产业合作重庆论坛，参观
考察北京现代重庆工厂，为中韩经贸合作
加油鼓劲。

上午 9时 30 分，文在寅一行来到位
于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 38 号的大韩民
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参观。1940年至

1945 年，著名韩国独立运动家金九领导
韩国临时政府在这里开展民族独立运
动，与中国共同抗击日寇侵略。在陈列
馆大厅内的金九铜像前，文在寅夫妇敬献
花篮、鞠躬、默哀。随后，他参观了临时政
府历史展厅和军事活动展厅，认真观看中
韩在渝共同抗击日寇侵略的历史照片。
然后来到临时政府要员及各政府机构办
公处陈列室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
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精神所在。”文在寅

参观完感触地写下了这句话。他在与韩
国独立运动家后代座谈时说，韩中两国
友谊由来已久，在抗日运动中，两国人民
紧密合作，前所未有。希望今后韩中两
国能以这段历史和友谊为基础，共同实
现繁荣和发展。

上午11时，文在寅步入中韩产业合作
重庆论坛会场。他在致辞中表示，重庆是
一座韩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拥有共同宝贵记
忆的城市。早上他以韩国现任总统身份首

次参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想到前人
曾在重庆与中国人民一起听到祖国光复的
好消息而相互拥抱的情景，顿感热血沸
腾。如今重庆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他为大
批韩国人韩国企业在重庆参与书写新的历
史感到自豪。希望韩中以及周边国家继续
加强区域连通性，商讨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与韩国“新北方政策”具体合作方案。韩
国政府将积极支持韩中企业发挥自身优势
进入第三国市场，加强与重庆在内的中国
地方政府经贸合作。

下午，文在寅一行还前往两江新区的
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参观考察。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参加论坛活
动，副市长刘桂平陪同参观。

韩国总统文在寅来渝访问

12月16日，在南川城区凤嘴江畔，成群的白鹭翩翩起飞。随着生
态环境的改善，栖息在南川区的各类鸟儿逐渐增多，成为一道靓丽的
城市风景线。 特约摄影 瞿明斌

南川 白鹭翩翩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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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溪的水，变清了
沙坪坝区治理黑臭水体，4条溪流基本

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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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庆人
用微信支付买了啥？


